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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政觀摩週 多系所赴日研討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日期/時間

4/14(一)
18:30

未來所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合辦未來學工作坊

【記者陳安家、李亞庭、趙巧婷淡水校園報
導】本月初，適逢教學行政觀摩週，多系所赴
日本姊妹校、馬來西亞進行研討、交流。上月

1

31日，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帶領中文系9位教
師赴日姊妹校早稻田大學參與「早稻田大學
2014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文系教
授盧國屏表示，研討會
邁入第十五屆，首度移
師日本，與早稻田大學
中文系、中國古籍文化
研究所合辦，交流內容
整理完成後，預計將在
下半年出版。
會議上午，由高柏園
及早稻田大學中文系教
授稻畑耕一郎發表專題
演講，而早稻田大學教
授岡崎由美、政大文學

建築系10人參展綠博會

院院長林啟屏、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玉才、
復旦大學教授鄭利華等學者，以「東亞社會與
文化」為主題發表論文研究，總計發表25篇論
文。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表示，藉此機會促進
情誼，並達成專業學術交流，中文系將持續辦
理國際研討會。
外國語文學院與日本同志社大學於102年簽
訂院級交流協定，並於上月29日由外語學院院
長吳錫德帶領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日
文系系主任馬耀輝、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以
及俄文系副教授張慶國等一行5人，赴日參加
「同志社大學文化情報部與淡江大學外語學院
院級學術交流研討會」。
吳錫德表示，「同志社大學為大三出國留學
的熱門學校之一，透過本協定，每學期同志社

4/16(三)
15:10
4/17(四)
8:10

大學可派師生來臺發表論文，且透過學術激
盪，可讓年輕人的視野更加國際化。」吳錫德
指出，研討會上曾提出希望雙方留學生皆可取
得雙學位，未來若成行，將是日文系第一個雙
學位的日本姊妹校。
未來學研究所（GIFS）與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UNESCO）及世界未來研究聯盟
（WFSF）於上月31日至4月1日在馬來西亞檳
城共同主辦「Transforming Cities 2030」工作
坊，由未來所訪問研究員Sohail Inayatullah與
助理教授宋玫玫講授引導，並由Jan Lee Martin
基金會支持，提供獎學金給7名未來所研究生
參與。此次為本所第一次與UNESCO合作，
有來自馬國、菲律賓、新加坡、澳洲等多國之
官員、學者及非政府組織成員40餘人參加。

4/17(四)
12:00
4/17(四)
14:10
4/18(五)
12:30
4/18(五)
13:10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
物理系配合50週年系慶舉辦「第
五屆電子與原子結構國際研討
會」，於9日、10日於覺生國際
會議廳盛大舉辦，邀請物理系系
友、東華大學校長吳茂昆和紐約
國家實驗室中心科學家顧威，及
國內、外學者逾80位與會。
校長張家宜於開幕致詞時表
示，「歡迎海內外學者蒞校與
會。物理系邁入第五十週年，培
育出多位優秀人才，其中目前擔

日期/時間

4/14(一)
10:00

蘭陽系所招生博覽會
【記者郭宇璇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於上月29日在
學生餐廳1樓舉辦「103學年蘭陽校園各學系團體面談及
招生博覽會」，此次共462人參加。活動主題包含「全
創院四學系」、「大三出國制度」、「學生社團」，以
及「住宿環境」，現場皆有大型海報看板與專人解說，
讓學生和家長了解系所特色。國際事務及大三出國業務
約聘人員游慶怡表示，「大三出國制度」為歷年詢問
度最高的項目。政經系助理教授周應龍表示，家長對於
「畢業生流向」最感興趣，顯示家長對於學生未來出路
相當重視。負責解說的觀光四彭琳婷表示，家長很關
心出國費用、姐妹校申請流程等問題，由於自己都處理
過，所以回答問題都能駕輕就熟。

品保處籲教師確認評比數據

【本報訊】品質保證稽核處表示，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採用的評比資料中，有多數來自湯森路透之蒐集數據，
其中包含「高引用率學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名單」。為確認高引用率學者與其所屬機構能有正確連
結，轉知本校教職員協助檢視該份名單，是否有教師姓
名登於名單上但所屬機構非本校。若有此情形，請教師
本人填寫更新申請表，並於20日前回傳上海交通大學。
詳情請洽品保處，校內分機2043。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4/14(一)
15:10
4/14 (一)
16:10

物理系於上週舉辦2014年第五屆電子與原子結
構研討會，邀請物理系系友、東華大學校長吳茂
昆，以「超導材料研究」為題，分享其最新研究
成果。（攝影／黃國恩）

陳定川在演講中說明就業前，除了解
自己、社團經驗外，選擇公司時其文化
和理念很重要，並指出面試時會被評估
的重點；他表示，公司的發展性會勝於
薪水多寡，因為可獲得的價值會高於實
領薪水。畢業籌備會會長管科四李恬瑜
說：「非常感謝學長姐們前來分享自身
經歷，教導如何累積自己的實力與經驗
好讓面試時脫穎而出，非常受用。」

上海市臺辦7人參訪戰略所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11
日，上海市臺辦副主任李雷鳴、上
海市臺辦研究室主任褚振亞等7人
蒞校參訪戰略所，並在驚聲大樓
進行「兩岸關係近期發展與交流動
態」座談會，交流對於目前及未來
兩岸發展的看法。
在座談會中，戰略所所長翁明賢
針對兩岸關係提出看法，兩岸目前
是採取軟政治，並希望能深化交
流。戰略所副教授施正權認為，兩
岸關係不應只著重在政治方面，文
化差異也值得探討。李雷鳴表示，
未來兩岸會走向和平的趨勢，盼

4/14(一)
14:10
4/14(一)
15:00

陳定川暢談職場必勝技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畢業籌
備會於9日邀請國企系（原國貿系）校
友、同時也是永光化學創辦人、中華民
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返校
暢談「面試與人脈」。為即將畢業學子
們分析就職前的準備和分享成功秘訣，
現場湧入近200人，化學系教授陳幹男亦
到場聆聽。演講尾聲，學弟妹提前幫陳
定川慶生，讓他笑開懷地感謝大家。
蘭陽校園舉辦103年度甄選入學團體面談暨招生博覽
會。各學系皆派學長姊駐場，在學生餐廳親切地回答家
長的詢問。（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任東華大學校長的吳茂昆，於民
國76年獲頒本校首座金鷹獎，亦
為臺灣首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
士，更是值得欽佩。祝福大家享
受這場國際饗宴。」
會中，國內外學者分享各自領
域的最新成果，包括電子、原子
結構、低維度材料、新穎材料等
研究。物理系系主任周子聰表
示，本次國際級水準的會議，藉
由多方交流、討論，對研發有所
助益，謝謝大家共襄盛舉。

能繼續保持友好關係。最後，雙方互贈紀念
品，並參觀淡江校園。

4/14(一)
18:10
4/15(二)
9:10

外語學院增設口譯設備

4/15(二)
10:10
4/15(二)
10:10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口譯訓練將
是外語學院未來發展特色！自102學年度重
點研究計畫設備費中，再補助200萬元在會
話專用教室增設口譯設備，期以提升學生外
語應用能力及就業力。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目前本院僅
有一間專用口譯教室，因此開課時數受到限
制。預計本學期結束前，將於英文系與日文
系的會話教室增設口譯設備，做為會話、
口譯雙功能教室。座位可望從24個提升至約
60個，同時鼓勵會話教師進行口譯實境演
練。」吳錫德期許，未來院內每系皆能加裝
設備，讓學生受到更完整的口譯訓練，增強
專業能力。

4/15(二)
13:00
4/15(二)
14:10

4/15(二)
14:10

4/15(二)
16:30
4/16(三)
10:10
4/16(三)
12:10

文錙漾木笛 聽見跨界爵士五重奏
9日，文錙藝術中心舉辦「漾木笛－陳孟亨
vs.奧地利Tuesday Microgrooves跨界爵士三重
奏」音樂會，吸引近200位聽眾到場。文錙藝
術中心組員壽華民表示，透過木笛搭配現代
爵士元素，成功融合古典、現代氛圍，且陳
孟亨與Tuesday Microgrooves所帶來的五重奏為
臺灣首演，「是一場相當精彩的演出。」
本場邀請亞洲首位以木笛取得美國古樂演
奏博士陳孟亨擔綱演出。上半場以木笛演

障礙生走訪英業達 累積職場適應力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盲生資源中心於上月28日參
訪英業達，吸引近57位同學參加。盲資中心就業輔導專員張
閎霖表示，為協助身心障礙同學順利就業，特別安排實地
參訪，藉以瞭解組織運作，及強化職場能力；且透過職涯座
談，讓學生了解各項求職管道及資源，促進職場適應力。
英業達提供身心障礙者的保障名額，及完善的配套措施，
並讓同學走訪電磁實驗室與雲端設備，另有中大校友陳偉毅
經驗分享。歷史四蘇照棠表示，此次行程頗有助益，且「每
個人都是一個各司其職的螺絲釘。」公行四黃振洲認為，
「公司的管理制度和理念很吸引我，此次收穫不少。」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奏、鋼琴伴奏，呈現古典樂的抒情浪漫。下
半場由陳孟亨與Tuesday Microgrooves合奏多
首跨界改編的巴洛克音樂，讓低音提琴、大
提琴、鋼琴與鼓等樂器，烘托出木笛純淨的
音色。最後演出臺灣民謠〈望春風〉做為總
結，並帶來安可曲，獲得聽眾如雷掌聲。
法文二李文伶說：「喜歡爵士樂配木笛的
演奏，有種創新感。」日文三張賀鈞認為，
「聽音樂是一種紓壓管道，且內心會隨樂音
波動。」（文／黃怡玲、攝影／盧逸峰）

4/16(三)
16:10
4/17(四)
12:00
4/17(四)
14:00
4/17(四)
14:10
4/17(四)
14:10
4/18(五)
8:30
4/18(五)
9:00
4/18(五)
10:10

日期/時間

未來學年會甄選公告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演講人/講題

世新廣播劇團駐校藝術家葛
大傳系
大衛
O303
廣播音效之運用
逗點文創結社總編輯陳夏民
俄文系
如何說故事？漫談出版實務
H115
中的口譯及筆譯
觀光系 花蓮馥麗生活旅店經理高瑤光
CL325 女性旅館經理人工作經驗分享
導演盧彥中
未來所
從臺北電影節入圍短片《瘋癲
ED501
書道館》到《南島盛艷之花》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資工系、
經理蘇守謙
職輔組
人和事就成－談專案管理的
E819
人際互動
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洪英正
教師組
魅力無法擋－談師生互動與
I601
引導技巧
知名作家陳幸蕙
中文系
五虎崗文學獎30週系列活動
L301
－作家講座VI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P.ter Hajdu Senior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for Literary Studies of the
英文系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T301
Editor of Neohelicon
Magic in Ancient Rome and in
Roman Literature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
化學系 毒物試驗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Q409 李宏萍
農業殘留檢測技術之探討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教師
師培中心
李映彣
竹圍高中
iEARN專案式英語教學分享
鴻宇國際藝術有限公司行銷
俄文系 企劃專員周欣彥
文錙音樂廳 在臺灣遇見俄國音樂家~音樂
與文創產業
CAMPOBAG希嘉文化執行長
大傳系
顏瑋志
Q306
文創創業計畫書
繪本作家童嘉
課程所
換個角度看世界 談繪本故事
D328
的多元思維
柏克企業管理有限公司顧問
人資處
師賴建坤
驚聲國際廳
簡報技巧
亞洲所 健行科技大學副教授顏建發
T506
緬甸與臺海兩岸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教師周錦堯
師培中心
當導師的8,050個日子：融合
ED201
的班級經營經驗實務分享
前副總統呂秀蓮
戰略所
淡江戰略論壇－確幸與志氣：我
驚聲國際廳
走過臺灣民主最艱辛的一哩路
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博士魏福村
數學系
Elliptic curves and special
S433
values of L-functions
Postdoc,Univ. of Kaiserslautern,
Kaiserslautern, Germany
物理系 Hsiang Hua Jen
S215
Electromagnetically induced
transparency in strongly
correlated quantum gases
美國建築師協會榮譽院士
建築系
李曉東
Q409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實踐
財金系 凱基證券董事長魏寶生
B712
壽險業概論
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教
俄文系 授宋雲森
FL106 語調與翻譯：談俄國文學翻
譯中的語調因素
課程所碩士班張夢萍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作坊－「統計軟
S106
體一把罩」SPSS進階教學
大傳系 滾石文化董事長段鍾沂
O502 故事行銷與品牌基因
圖書館 主讀者邱振瑞
總圖2樓 世界文學正點研讀工作坊－
閱活區 松本清張的《砂之器》
中興大學機械系教授蔡志成
機電系 機械工業基礎技術再精進－
E510
工具機滑軌以加工紋理替代
鏟花之摩擦性能探討
產經系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梁啓源
B605 油電價格調整與核能政策
「2014亞洲新情勢」國際學
亞洲所 術研討會
覺生國際廳 前駐日代表羅福全（面臨新階
段不穩定時代的亞太區域）
臺灣環境管理協會專案工程師
環安中心
陳妤亭
驚聲國際廳
環境變遷與防災
西語系
Q306

伯昂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長陳欽地
企業老闆對應屆畢業生的建言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14(一)
19:00

（二）」者參加「英文能力測驗
（二）」，另於期中考後第二週
隨班舉行，上述測驗均務必攜帶
2B鉛筆應試。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
配合本校國際化、未來化政策，
未來學研究所將甄選學生出席7月
11至13日的「世界未來學會2014
年年會」，提供大學部2名與未來
所研究生2名。即日起開始申請，
至17日中午12時止，並預定於24
日進行初試。
申請資格為曾修習未來學門課
程，且成績須達80分以上的大學

主辦/地點

臺北校園

期中考提醒 攜帶2B鉛筆應試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
本學期期中考將於21至27日舉
行。考前開放B119室溫書，時間
為14至18日、每天下午6時10分至
10時；19至20日為上午8時10分至
下午5時，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提醒應考生務必攜帶學生證
（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
等），並遵守考場規則。學生證
遺失者請考前至註冊組辦理補
發；應考未帶證件者須考前申請
臨時學生證。
此外，修習「中國語文能力
表達」者應參加「中文能力測
驗」；修習「資訊概論」者應
參加「資訊能力測驗」，請
留意應試時間。而修習「英文

教學卓越

淡水校園

物理系50年 吳茂昆顧威等人才輩出
「綠」建築在宜蘭！建築系9位碩生及1位校友高鼎鈞（作品：
蝶跡，如圖）受邀參展「2014宜蘭綠色博覽會」，為展區建造7個
展示廳、6個植生亭及1個候車亭，並打造裝置與造景藝術作品。
指導老師建築系副教授陳珍誠表示，「建築系在數位建築設計上見
長。」學生透過電腦繪圖設計，再進行製作，「不僅執行個人想
法，也增加實務經驗的累積。」過去建築系師生曾參與宜蘭童玩節
的佈景藝術，這次在蘭陽文教基金會引薦下參展。
陳珍誠指出，戶外展出是最大挑戰，須考量多項外力因素，包括
氣候、建材穩固度等。建築碩二林澔瑢負責建構植生亭，透過立體
六角形與三角形的結合產生幾何連續性，並提到，「為使佈景耐用
而選擇水泥，但灌製過程卻遇到不少難題。」建築碩二蘇潤利用不
同形狀、大小的甲板相互承接，外觀錐形但內部結合橢圓，透過放
置蔬果傳達「捻來有食」的概念。（文／莊靜、圖／老狸貓提供）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教政所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林騰蛟
D406 新北市的教育理念與政策實踐
西藏研究 喇榮五明佛學院副院長大堪
4/15(二)
中心
布慈誠羅珠仁波切
14:00
中正紀念堂 藏傳佛教的幸福學
4/19(六)
保險系 臺北醫大附醫癌症中心副院長邱仲峯
9:10
D303 癌症危險管理
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院生命科學
4/19(六)
亞洲所
研究科教授本間正義
10:00
D223
安倍政權下的農業政策

部1至3年級學生；或正在修讀未來學門，獲授
課教師推薦（檢附推薦函）。通過審核者，將
由學校補助經濟艙來回機票費用與註冊費用半
額，及會議期間部分生活費用。
本次學年會，將由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與未來
所專任助理教授彭莉惠帶領同學們赴美國佛
羅里達州奧蘭多，會議主題為「World Future
2014：What If」，詳情請到未來所網站（網
址：http://future.tku.edu.tw/）查詢，或電洽
校內分機3001。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